
2017中国酒店品牌高峰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中国酒店品牌高峰论坛将于2017年08月在上海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2017中国酒店品牌高峰论坛—暨非标住宿峰会、暨第二届酒店高参峰会，由“酒店高参”主办，联合主办方是“酒店
邦”及“客栈群英汇”，论坛将围绕“中国酒店业主崛起”的命题，针对酒店业主所关注的“品牌”、“资产管理”、“业
绩”、“退出”等话题，通过多种形式展开讨论： 

—“ 取势取势 ”：通过权威的行业大数据分析酒店行业趋势； 

—“ 明道明道 ”：深化酒店业主资产管理思维，多维度视角解析酒店业主企业最为关心的话题； 

—“ 优术优术 ”：将围绕酒店如何增加营收，如何提升酒店 GOP 展开详尽讨论。 

论坛主题论坛主题

8月月30日下午日下午

“新锐酒店品牌”：全新酒店品牌和中端酒店走俏市场的原因

8月月31日上午日上午

“酒店业绩提升”：面对新兴的消费者市场，酒店如何应对？

“非标住宿峰会”：公寓、民宿、精品酒店、新住宿空间趋势

8月月31日下午日下午

“国际酒店集团和酒店业主”：资产管理时代，业主走向何方？

8月月31日晚上日晚上

“酒店品牌高峰论坛晚宴暨颁奖盛典”

参会群体参会群体

酒店投资机构、酒店业主、地产公司、酒店集团、咨询机构

奖项设置奖项设置

“2017中国酒店最佳口碑榜中国酒店最佳口碑榜”

通过第三方数据



评选出中国口碑最好的酒店

“2017中国最受欢迎酒店奖中国最受欢迎酒店奖”

通过大众报名

评选出中国最受欢迎酒店

“2017中国最佳新开业酒店中国最佳新开业酒店”

通过权威KOL评审

寻找人气最高的新开业酒店

“2017中国最佳精品酒店中国最佳精品酒店”

通过第三方数据

评选出中国服务最好的精品酒店

“2017中国酒店业风云人物中国酒店业风云人物”

从峰会演讲嘉宾中

评选出风云人物

8月月30日日

峰会流程峰会流程

8月月30日上午日上午 峰会签到峰会签到

10:00-13:00 峰会签到峰会签到

8月月30日下午日下午  峰会主论坛峰会主论坛

峰会主持峰会主持

希尔顿酒店集团中国区业主协会会长希尔顿酒店集团中国区业主协会会长 臧晓安臧晓安 

14:00-14:05 主办方致辞主办方致辞

致辞嘉宾：酒店高参创始人兼CEO 罗家福

14:05-14:30 

主题演讲：酒店如何吸引千禧一代消费者？主题演讲：酒店如何吸引千禧一代消费者？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温德姆酒店集团大中华区总裁 刘晨军

14:30-14:55 



主题演讲：上天入地，服务酒店主题演讲：上天入地，服务酒店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美团点评副总裁、酒店事业部总经理 郭庆

14:55-16:00 

新锐酒店品牌秀酒店品牌：新锐酒店品牌秀酒店品牌：

铂涛酒店集团、世茂喜达酒店集团、尚美生活酒店集团铂涛酒店集团、世茂喜达酒店集团、尚美生活酒店集团

评委嘉宾：评委嘉宾：

盈蝶咨询CEO 胡升阳

春秋投资总经理 陆荣华

神州优车集团副总裁 龙杰

铂涛集团安珀酒店管理公司CEO 龙雨

16:30-16:55 

主题演讲：如何利用收益管理提升酒店业绩？主题演讲：如何利用收益管理提升酒店业绩？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上海鸿鹊信息创始人兼CEO 胡质健

          

16:55-17:50 

总裁对话：中国酒店集团化发展趋势总裁对话：中国酒店集团化发展趋势

主持嘉宾：主持嘉宾：

尚方酒店管理公司总裁 张经邦

讨论嘉宾：讨论嘉宾：

尚美生活集团董事长 马英尧

维也纳酒店集团执行总裁 李海涛

金陵酒店管理公司总裁 陈雪明

雅阁酒店集团澳斯特总裁 张勇

铂涛集团副总裁 刘斌

17:50-18:00 现场互动环节（抽奖）现场互动环节（抽奖）

18:00-20:00 社交茶歇和欢迎鸡尾酒会社交茶歇和欢迎鸡尾酒会

8月月31日日



8月月31日日 上午峰会主论坛上午峰会主论坛

9:00-12:30 宝龙宴会厅宝龙宴会厅

“酒店业绩提升酒店业绩提升”

 

峰会主持：峰会主持：

国际酒店领袖机构总裁国际酒店领袖机构总裁 安强安强

 

09:00-9:05 领导致辞领导致辞

 

09:05-9:35 

主题演讲：以创业精神，在职场打工主题演讲：以创业精神，在职场打工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万豪国际集团中国地区酒店业务发展高级副总裁 林聪

 

9:35-10:00 

主题演讲：如何通过微信搭建酒店直销体系？主题演讲：如何通过微信搭建酒店直销体系？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金房卡董事长 韩义

 

10:00-10:45 

圆桌讨论圆桌讨论 消费升级：如何把酒店打造成消费升级：如何把酒店打造成旅游旅游目的地？目的地？

主持嘉宾：主持嘉宾：

克而瑞乐苇创始人兼克而瑞旅游地产总经理 胡晓莺

讨论嘉宾：讨论嘉宾：

海航璞蔚旅游有限公司总裁暨首席执行官 夏农

Club Med地中海俱乐部大中华区开发建设及项目管理副总裁 吴敏

深航酒店管理公司总经理 黄俭

长隆集团酒店管理总经理 吴宣林

明宇商旅副总裁 张磊

          

11:15-11:40 主题演讲：酒店如何引爆市场？主题演讲：酒店如何引爆市场？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酒店哥创始人 葛健

 

11:40-12:30 

圆桌讨论：寻找酒店营收新的增长点，如何提升酒店业绩？圆桌讨论：寻找酒店营收新的增长点，如何提升酒店业绩？

主持嘉宾：主持嘉宾：



绿城资产管理集团酒店管理中心常务副总经理 徐翔

讨论嘉宾：讨论嘉宾：

上海华尔道夫酒店业主财务总监 曹俊

浩华管理顾问公司董事 蒋海峰

iSpa创始人 张志奇

恒大酒店管理集团副总经理 唐伟良

香格里拉国际酒店管理公司区域副总裁 文志平

 

12:30-14:00 社交自助午餐社交自助午餐

 

 

8月月31日上午分论坛日上午分论坛

9:00-12:30 银龙厅银龙厅

 “非标住宿峰会非标住宿峰会”

 

峰会主持：峰会主持：

客栈群英汇创始人客栈群英汇创始人 花花花花

 

09:00-09:05 领导致辞领导致辞

致辞嘉宾：致辞嘉宾：中国旅游协会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会长 张晓军

 

09:05-09:30 

主题演讲：资本涌入非标住宿的方式与资本市场的态度主题演讲：资本涌入非标住宿的方式与资本市场的态度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戈壁创投管理合伙人 蒋涛

 

09:30-09:55 主题演讲：如何打造浪漫情怀的民宿品牌？主题演讲：如何打造浪漫情怀的民宿品牌？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上午品牌创始人CEO 李华永

 

9:55—10:20 主题演讲：众筹下半场的产品设计与收益管理主题演讲：众筹下半场的产品设计与收益管理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多彩投COO 张轶

 

10:50-11:15 主题演讲：如何打造红遍全球的爆款度假村？主题演讲：如何打造红遍全球的爆款度假村？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松赞集团创始人 白玛多吉

 



11:15-11:40 主题演讲：民宿如何借助资本让情怀和面包兼得？主题演讲：民宿如何借助资本让情怀和面包兼得？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千里走单骑酒店及度假村创始人 李一兵

 

11:40-12:30 酒店邦专场：资本为非标插上翅膀，非标连锁化的挑战酒店邦专场：资本为非标插上翅膀，非标连锁化的挑战

主持嘉宾：主持嘉宾：

酒店邦创始人兼寻龙资本合伙人 陈熙慧

讨论嘉宾：讨论嘉宾：

宛若故里创始人 金杜

隐庐酒店董事长 罗丁

从来生活空间创始人 伍国柱

星野集团首任首席代表星野美雅国际总经理 韩美花

过云山居创始人 潘瓶子

 

12:30-14:00 社交自助午餐社交自助午餐

 

 

8月月31日下午日下午 峰会主论坛峰会主论坛

14:00-18:00 宝龙宴会厅宝龙宴会厅

“国际酒店集团与酒店业主国际酒店集团与酒店业主”

 

特约冠名：特约冠名：

酒店高参业主俱乐部酒店高参业主俱乐部

峰会主持：峰会主持：

酒店高参创始人兼酒店高参创始人兼  CEO  罗家福罗家福

 

14:00-14:05 领导致辞领导致辞

致辞嘉宾：致辞嘉宾：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秘书长 许京生

 

14:05-14:2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2017中国酒店业绩回顾和中国酒店业绩回顾和2018展望展望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STR中国区经理 刘博

 

14:20-14:45主题演讲：我的酒店之路主题演讲：我的酒店之路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希尔顿大中华区及蒙古区总裁 钱进



 

14:45-15:10 CEO对话：高参君专访白海波对话：高参君专访白海波

主持嘉宾：主持嘉宾：

酒店高参创始人兼CEO 罗家福

对话嘉宾：对话嘉宾：

海航酒店集团董事长兼CEO 白海波

 

15:10-16:00 

高峰对话：国际酒店集团从疯狂扩张到回归服务本真高峰对话：国际酒店集团从疯狂扩张到回归服务本真

主持嘉宾：主持嘉宾：

星硕酒店咨询首席咨询官 袁学娅

对话嘉宾：对话嘉宾：

洲际酒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发展官 孙健

雅高国际酒店集团大中华区执行董事兼发展副总裁 李德强

温德姆酒店集团大中华区发展及战略联盟副总裁 赵晖

富力地产酒店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祝敏

世茂喜达酒店集团总裁 唐鸣

 

16:30-17:15 

圆桌讨论：酒店退出的几种方式圆桌讨论：酒店退出的几种方式

1、、REITS，中国酒店业主准备好了吗？，中国酒店业主准备好了吗？

2、中国酒店交易所面临的挑战、中国酒店交易所面临的挑战

 

主持嘉宾：主持嘉宾：

华夏幸福京南研发中心副总经理 李萌

讨论嘉宾：讨论嘉宾：

北京银泰置地（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尹筱周

绿地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总经理 李瑞忠

龙藏资本董事长 赵祥龙

恒泰证券金融市场部总经理 申文波

 

17:15-18:00 

高峰辩论：依托房企的酒店，未来路在何方？高峰辩论：依托房企的酒店，未来路在何方？

1、酒店业主该不该干预品牌方运营管理？、酒店业主该不该干预品牌方运营管理？



2、特许经营，中国酒店业主准备好了吗？、特许经营，中国酒店业主准备好了吗？

 

主持嘉宾：主持嘉宾：

大象商业谈判创始人 项卫

辩论嘉宾：辩论嘉宾：

泛海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立群

苏宁酒店及度假村总经理 陈勇

宝龙酒店集团总经理 夏国跃

保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国华

河南建业新生活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原

朗廷酒店集团中国业务拓展部高级副总裁 范萌妃

 

19:00-21:00 酒店品牌高峰论坛晚宴暨颁奖盛典酒店品牌高峰论坛晚宴暨颁奖盛典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限时优惠价：限时优惠价：1699元元/人人
3人及以上优惠票：人及以上优惠票：1299元元/人人

「门票原价：「门票原价：4899元元/人」人」

以上费用包含：

• 论坛所有议程

• 三次茶歇及鸡尾酒会

• 论坛会刊

• 演讲嘉宾PPT（会后）                    

限时限时VIP优惠价：优惠价：1699元元/人人

3人及以上人及以上VIP优惠票：优惠票：2299元元/人人

「「VIP原价：原价：5899元元/人」人」

以上费用包含：

• 31日午餐及颁奖晚宴

• 论坛所有议程

• 三次茶歇及鸡尾酒会

• 论坛会刊

• 演讲嘉宾PPT（会后）

报名须知报名须知

*报名费用不包含住宿及交通费



*优惠价格的适用以款项到账日期为准

*以上超级优惠价仅限以上超级优惠价仅限200人人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6日


